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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升平!在小说里寻找世界隐蔽着的"门#

本报记者 何晶

敏感多思的作家! 往往会在写作里
不自觉地透露这个信息! 年轻的写作者
戴升平也是如此" 作为#西湖$杂志今年
第十期的新锐! 她的小说里有许多放任
自流的心绪在流淌! 也有众多敏感的个
体生命在震颤% 一个内心敏感思虑却又
不善口头表达的人!文字成了最佳出口"

或许正因为此! 戴升平的小说里常
常是长句子!心绪的起伏&思索的人生就
附着在这些长句子上喷薄而出!急切!又
真诚" 生命里逝去的人带来的疼痛!人
生里遇到的那些有着灰白底子的人们!

都在戴升平这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记!遇
到某种触动! 她便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生
命的存在状态甚至消失经过" 因为戴升
平有一种奢望 '(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生
命 ! 他们的人生便不会像烟雾般消失
了% )

但戴升平却很少直写现实里的这些
伤痛! 她更喜欢将故事和人物放到另一
个空间里去! 架构起一个魔幻现实的世
界% (在小说里做一个梦境)!这是戴升
平审视现实的方式%

记者!读你的小说!最大的一个感受

是你的敏感多思! 因为你在小说里常常

花费很多篇幅来描写一些心绪"联想!进

而影响整个小说的叙事节奏!甚至语言#

戴升平!现实中!我确实是个敏感多
思的人!观察得少!幻想得多% 我有几个
小说写得比较急切&连贯!常常是一个晚
上就写完!这样!一些被压抑的情绪就喷
薄而出了% 但是!后来我不这么写了!也
会克制&删减%

在小说里! 我最用心经营的应该是
语言% 十几年前!我的语言繁杂反复!偏
爱用一些长句子! 想一口气把所有要表
述的东西都写出来% 在语言上花费精力
了!便会淡化情节% 再后来!我发现其实
是我有点害怕小说的叙事% 当描写到对
话!或者是一些冲突的场景时!我觉得尴
尬% 像一个说谎的人! 已经被人在心里
戳穿!却还要不停地自圆其说!越说自己
便越难过% 但是描写氛围和情绪时!我
又有种自由的畅快感!便不加拘束!由着
性子胡来了%

记者! 你在创作谈里说 $凭感觉写

作%!然而小说应该不是一个只凭感觉就

可以完成的东西!情节的连缀!结构的建

造!逻辑的自证!都需要写作者的经营#

比多说你在&门'里沉迷于气氛的营造而

使叙述有些失控!内在逻辑也很薄弱!我

想这种说法或者说批评! 某种程度上是

不是正对应着你的$凭感觉写作%(

戴升平!小说的故事性是我的弱点!

至少到现在为止!我仍对叙事&结构这些
词有困惑% (凭感觉而写)是我没有受过
专业的训练!处于自我摸索的状态%我写
小说没有提纲没有简介! 常常是被文字
或者情绪牵着走! 进入一种氛围不能自
拔% 像做衣服!没有事先丈量!便裁剪缝
制!看了不好!又拆拆补补!有些是一气
呵成! 最后做成一件不怎么合体但又舍
不得丢弃的衣裳% 在我的写作中! 幻想
的大部分情景是静止的! 片段式! 像照
片!而不是戏剧化的场景和动态的过程%

我有些执著地喜欢写氛围! 让文字有一
种特殊的气息! 有时还留一些似有若无
的回味% 这就不能避免地要使用大量文
字描写细枝末节和感觉! 从而削弱或者
说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考虑% 这是被我个
人喜好操纵了的做法% 我也尝试过训练
自己的叙事能力!减弱细节的陈述!矛盾
的是!这样便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风格!于
是仍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那件衣裳%

记者! 你似乎总对个体生命的突然

逝去有兴趣! 小说的人物也总是一些灰

蒙蒙的人物! 他们的人生似乎都有一种

压抑"破碎"惶惑) 为什么总是描写这样

的人物! 又为什么总对个体生命的存在

与消失感兴趣(

戴升平!对于我来说!让人疼痛的记
忆会在心里储存得格外长久! 我自作聪
明地想!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生命!他们的
人生便不会像烟雾般消失了% 我生长的
地方小而拥挤!跟着老者!听了许多苦难
故事!回忆时!便有了种灰白的底色% 也
有些人和事!即使是擦肩而过!也因为了
他们的独特性!或者某种情节作怪!在我
脑海里反复纠缠!挥之不去%也许我天生

悲观!总对悲伤的事情记忆深刻%小时候
看到过的打架!某人身上的奇怪记号!村
子里突然出现的不明身份的人! 夜色里
摇晃的树影!一段毁坏的墙!这些都让我
觉得惶惶不安!何况是一个生命的消失%

我记得一些生命消失的状态和经过!遇
到某种触动!便用文字表达出来%但我对
这些仍是不熟悉的!一切!都是我看见和
理解的表相!随着时间的推移!不断地被
拉伸&扭曲!变成了影子!像那棵随光晃
动的水草%

记者! 你的小说都带有一点魔幻现

实主义的色彩! 你似乎更愿意将故事架

构在一个魔幻现实的世界! 也就是比多

所说的$注意现实生活里的荒诞细节!并

从那里打开一个虚构的出口! 搭建与现

实并行不悖的线索%)

戴升平!小的时候!我喜欢读*山海
经 $这类志怪小说 !这里面 !人是被 +神
化)的!或者兽和物被(人化)% 我写不好
现实! 只好把故事和人都放到另一个空
间里去!自己在小说里做一个梦境%也只
有这样! 我才能退远了审视那些荒诞和
现实%

但有时! 现实远比我认识的荒诞%

我最先想表达的也许只是一种疑惑!想
写出我对这个世界不了解的那一面!就
像一扇隐蔽着的门! 那里面关着秘密%

什么是我不可知的, 我这样觉得!并开
始联想!回忆起了一些在自己身边生活
过 !熟悉而陌生的身影 !将他们不可知
的命运与自己能够想象的一切场景联
系起来!再衍生出文字%我首先想到的是
文字!不是现实%

记者! 你提到了小说素材的来源很

窄!$我在生活里到处捡着碎布头似的片

段!把它们糅合拼接在一起%)事实上!与

前代作家相比! 年轻作家常会觉得自己

写作素材的缺乏! 但大家对年轻写作者

总有一种期待! 就是提供这个时代新的

经验! 这种期待的缘由在于! 作为年轻

人!他们应该给予文学新的东西)

戴升平! 虽然我前期的文字比较个
人化! 但我还是觉得年轻的写作者要有
所担当% 沉浸在个人化的表达里终究是
要和时代脱节的% 到了文学中! 喜怒哀
乐&生老病死应该是社会的喜怒哀乐&生
老病死!这是针对内容的%另一点是要有
探索的自觉性!要不断开拓视野和格局%

这两点!也是我对自己的期望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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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当代小说写作之困难在

于语言!在于叙事策略) 污染中文

最严重的其实不是欧化句式!而是

网络用语和表情包)我们这代人面

对的语言形势更加复杂)语言中的

预设与暗示太多 ! 比喻又充满歧

义) 也许最终传统语言会完全消

失!人们只能用表情包交流)对此!

我倒并不担心语言的流变!只是我

无法想象一部用表情包写就的伟

大小说)

更加撕裂的是叙事)小说叙事

的独立性在全球作家中远未达到

共识!何况我们是有着悠久文学传

统的国家 ) 西方新小说理论的诱

惑!东方文学传统的觉醒 !新一代

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开始自

己的写作) 作为读者!我们也只好

在这样的语境下考量一个个文本)

作为一个新锐作家!戴升平的

写作很有灵性)她能够注意到现实

生活里那些荒诞的细节!并从那里

打开一个虚构的出口!搭建起一条

与现实并行不悖的线索!使冰冷残

酷的现实有了另一种含义) 当然!

她的风格尚未形成!这也是她的优

势) 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固定自己!

殊为可惜)文本中仍然有明显的阅

读"译著痕迹!这也是我们这代写

作者共同的困境!小说永远建立在

个人经验和阅读经验基础上!很少

出现生活底蕴深厚的作者)囿于生

长环境导致的格局问题本无可厚

非!但真正优秀的写作者最终能够

冲破这一切)

戴升平在作品中表现出良好

的能力!而且因为女性视角 !生出

了一些特别的美学特征 ) 戴升平

关注的人物多少有一点灰色 *或

有着不完整的家庭 ! 或是相对边

缘的底层人物 ! 对这些人物的描

绘令人想到画家毛焰的油画 !压

抑的+迷离的"惶惑的"敏感的 "隐

隐令人不安的 ) 这些人物情绪被

作者以一定的笔调统筹在现实与

记忆"现实与虚构之间 !时而清晰

时而模糊!像望着水中 !随光晃动

的水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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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生人!小学时开始写作!

世界末日那一年开始认
真写作% 热衷于探索和
创造新的表达方式 !对
游戏形式的写作非常着
迷! 但并不是博尔赫斯
或卡尔维诺的忠实读
者% ) 这段自我介绍的
文字! 一定程度上反映
了古灵精怪的年轻作家
大头马的创作理念%

+世界末日那一年)

具体而言就是
!*#!

年
(

月
$

日!大头马说!每
年的这一天她都要做出
一个决定! 而这一次她
决定认真写点什么 !也
就是决定成为一名职业
作家% 她最先给自己立
下的目标就是 +不写聪
明话)%+不写聪明话)是
指不要在写作的时候抖
机灵! 不要时刻在作品
中透露身为作者的上帝
视角! 她希望自己的写
作更为真诚% 但她告诉
记者! 对于虚构作家而
言!这件事太要命了!所
以她至今也没有做到%

大头马坦诚地说 !

她仍然是写作的初学者!

或 者 说 是 练 习
者% 即使出了三
本书! 还是不太
会写小说! 对于
文学的想法经过
时间的发酵 !时
刻变化着% 她起
初坚定地认为在
虚构小说这项事
业中不应该出现
+我)! 自我的出
现会让读者觉得
作者失控! 这不
是她乐意见到的%在她看来!一名职业作家的
素养之一就是能处理多样素材!不能完全依
赖自己的经验来写作!这会限制作家处理素
材的能力%而近来!她的想法改变了%+我以前
有一种比较消极的观念'文学可以跟现实没
关系!可以仅止于是一种游戏%它不需要承担
太多太重的东西% 这也是很多朋友和读者经
常批评我的一点!但这一两年!我的想法发生
了改变!文学确实应该有所承载!比如社会责
任感%)大头马的首部小说集*谋杀电视机$所
聚焦的正是 +城市别扭青年的日常生活)!里
面的故事都来源于日常!但又在日常之上构
筑了另一层空间!脱离了常轨!她在处理与日
常的关系上有了更多思考%

在采访中! 大头马多次提到 +职业作
家)这个词!对她而言!她是以作为一种职
业的强度和态度在进行写作%+我无法抗拒
地去做这件事的主要原因还是! 这是我目
前找到的唯一一件可以缓解焦虑和对抗虚
无的办法%这对我来说是一剂解药!我不得
不服% )要想成为一名职业作家!当然抱有
对文学的野心% 大头马热衷于在小说中探
索新的表达方式!只为写得更好%她在第二
本小说集*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$中!以同
名短篇小说 *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$ 为原
点! 虚构了一个写作班和一场奖金三千万
的写作比赛%以此出发!衍生出书中的其余
篇章% 八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拟造的写作班
学员!还分别给他们配上了性别&年龄和评
语!实际均出自大头马一人之笔%谈到这部
小说集! 大头马说整部小说灵感来源于阿
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+指南系列)!但却跟
指南没什么关系!可视为一种即兴表达!一
种阶段性文学观念的呈现% 并且她表示起
这个书名!带着自嘲的口吻!调侃自己是个
+不畅销小说作家)% !下转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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